
『江戸の見世物』索引

あ
合方（囃子）　76，151，200

青物　57，78，82

赤　110

赤鬼　22，50，67

赤城明神　5，27

暁鐘成　89，241，242

アカデミー・オブ・ミュージック　161

上がり　35，38-39，73，77，147，

　　184，218

安芸宮島→宮島

秋山平十郎　168，182

阿久根巌　245

悪病払い　67，99，123

アクロバット　145，220

浅草　8，18，31，59，63，97，129，

　　169，174，178，180，199-205，

　　213，223-224，235，239，244

浅草奥山→奥山

浅草海苔　81

朝倉無声　16，103，148，235

浅茅ケ原一ツ家→一ツ家

アザラシ　97

足曲持　139

足芸　139

芦屋［筑前］　229

厚賀友七　168

当て込み　45-48，83，96-97，

　　207

油絵　223

阿部温　104，242

あほだら経　25，29

あまからや　29，170-171

天の岩戸　191

阿弥陀如来　3，13，92

網野善彦　246

網屋季兵衛　71

天鈿女命　190-19２

アメリカ　95，157-158，146，161，

　　216，226

綾　144，161

あらこ　200-201

荒畑寒村　216，245

アラビア　103-104

『ある市井の徒』　245

安政三年　180

安政大地震　180-181，205，244

安政二年　174

安政四年　130

い
生人形　第五章，132，208-209，

　　244

『活人形』　167，207

『生人形』　207

『生き人形』　208

『活人形怨之冑』　207

『生木偶皐月花＊[車に當]』　207

『生木偶千代松本』　207

「活人形とその細工人達」　168，244

『生木偶花洛名所』　207

異国　101，114，121-124，146，

　　156，161，169-171，186，

　　205，209，226

異国人物　170-173，186，

　　205，209

異国船打ち払い　146，171

伊弉諾尊　190-191

伊弉冉尊　190-191

石井達朗　245

衣装　146-147，186，188

衣装代　147

泉鏡花　167，207

伊勢　51-53，102，129，148，151，160，

　　202，236

『伊勢歌舞伎年代記』　148，243

伊勢佐木町　216

伊勢楼　160

磯野直秀　94，242

板橋　48，105

市川猿之助　161

市川団十郎［七代目］　47

市川団十郎［八代目］　177，198

一田籠細工　101，147，150，183-184，

　　200，213

一田庄七郎　 第一章，第二章，138，170，

　　239

一之瀬　212

市村座　39，96，184，206

厳島神社　54

一身田　202

伊東燕晋　27

伊東燕凌　8，27

伊藤若冲→若冲

移動動物園　102

糸萩　116

猪　23，50-51，63

伊原敏郎　244

異文化　124，157

今岡謙太郎　48，240

今尾哲也　226，246

『今戸箕輪　浅草絵図』　244

今福龍太　234

岩切友里子　234

岩崎均史　234

岩田秀行　205，234，245

隠居　2，11-13，16



インドゾウ→ゾウ

う
植木屋巳之助（植巳）　57，90

上野動物園　125

鵜飼正樹　229-231，234，246

浮世絵　18，48-49，62，101，109，

　　130-132，134，159，175，187，

　　205，237

請元　42

氏家幹人　238

牛島登山　8

歌川国安→国安

歌川国芳→国芳

歌川広重→広重

歌川芳豊→芳豊

内田康夫　94，242

烏亭焉馬　11-15，28，82-83，92，

　　238-239，242

楳図かずお　208

上乗り　134

『雲錦随筆』　242

うんこ　108

え
映画　209-210，220

曳尾庵→加藤曳尾庵

江口　96

回向院　3-7，13

エジソン　220

絵双紙屋　49，109，132

絵解き　26，76，230

『江戸時代における「見立て」文化の総合的研究』　

　　86，241

江戸忠　29

恵比寿　121

『絵本駱駝具誌』　111，242

絵馬　202，204-206

エレベータ　223

焉馬→烏亭焉馬

お
花魁　114-115，186，193-194，201

近江お兼　180-182，185，189

大江　63-64，89

大江宇兵衛（大江卯兵衛）　63，89

大江宗七　63，89

大江忠兵衛　63，89，168，190-191

大岡川　214

大木茂　212

大木透　168，244

大久保今助　42-43，45，47

大坂（大阪）　4-5，65-78，82，88，94，

　　104-105，129，169-170，176，200，

　　207，232，234，237，240，241，

　　244，245

大坂下り　4-5，65-66，77，130

大阪芸能懇話会　234，240，244

大島建彦　238

大島幹雄　234，246

大筒（大砲）　145

大谷篤蔵　240

大道具　64，89-90，148-150，158，

　　177，221

大道具大仕掛　64，149-150，221

大森　62

『大寄噺の尻馬』　26，239

オカピ　126

岡雅彦　238，239

岡本楼　204-205

沖浦和光　246

荻田清　48，234，240

沖仲士　215

『御狂言楽屋本説』　243

奥山　8，18，31，42，50，59，78，

　　169-170，180，187，199，201，

　　223，235，239

小沢昭一　245

御師　148

おしっこ　107-108

おしどり夫婦　112

おどけ開帳　26，76 ，82-83，

　　200，230

おどけ講釈　29

おどけ説経　25

御納戸　21，31，36，40，42

鬼　22，50，67，76，81，

　　204，217

鬼婆　204-205

鬼娘　217

尾上菊五郎［三代目］　47

尾上多見蔵［二代目］　162

小野尚志　238

お初　188-189

お囃子→囃子（はやし）

お札　108，110

お守り　109-110

『御迎船人形図会』　88-89，241

オランダ（おらんだ）　103，106，109，

　　114，116，232

オランダ商館長　116

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　156

織茂三郎　239

遠賀川　229

音曲　26，30，150-153，158-159，

　　200

か
海外　130，155-156，161，243

『海外公演事始』　156，243

『海外行人名表』　161，243

開港　93，128，133，156，171，200

貝細工　6，58-59

凱旋門　223

開帳　3，10-11，32，40，70-71，73-75，

　　77，80-83，92-93，174，177-178，

　　204，212-213，225，238，241



『開帳差免帳』　238

『開帳冨多霊宝略縁起』　13-14，82，238

開帳ネタ　83

『開帳見世物語』　14-15，238

顔役　160

鏡山　182，188-189

香川雅信　111，242

廓燃寺　15

陰芝居　8

籠細工　第一章，第二章，14，101，

　　147-148，150，183-184，200-201，

　　213，219，235，239

『籠細工絵本　仮寐姿』　70，241

『籠細工絵本　山巡五色曙』　240

『籠細工看板人形』　49，240

かご新　29

籠目　19，24，45-46，53

かごや庄七郎　66

かざぐるま　135

飾り　87，221，233

鹿島踊　212

風の神（かぜの神）　66-67，117，

　　241

『風の神送り』　67

風神払　67

肩梯子　136

活動写真　209

勝原良太　234

活弁　209

加藤曳尾庵　24-25，35，38，77，

　　105-106，239

加藤秀俊　245

門付　67

金井大道具　90

仮名垣魯文　95-96，101，244

金沢　160

金沢治　242

金丸座　89

鉦（鐘、かね）　67，76，100，150，

　　200

歌舞伎　13，15，21，34-35，38-39，42，

　　45-48，53，64，83，89，96-97，139，

　　144-145，147，161-162，178，181，

　　184-185，188，197-198，205-207，

　　226-227，233

歌舞座　21，161

『歌舞伎年表』　185，244

「歌舞伎と諸芸」　48，240

『歌舞伎の歴史』　226，246

嘉穂劇場　229

上島敏昭　246

紙正　29，171

雷　106，142

亀井斎　61

鴨川［京］　213

からくり　6，63-64，89，145-146，

　　149，177，209，220-221，

　　224，230

唐物　60

仮宅　182-183，186-187，192-194，

　　201，244

軽口　8，67，83

『軽口麻疹噺』　67

『軽口星鉄炮』　67

『軽口若夷』　83

軽業（かるわざ）　第四章，5，

　　243

『軽業』　130

『軽業講釈』　151

軽業芝居　145

川　212-214

川崎大師　212

河竹黙阿弥　96，199

河原崎座　39

「変り涅槃図考」　78，241

関羽　18-20，22-23，27-28，30，

　　45-46，50-52，57，60，62，

　　88-89

寛永寺　21，31，198

竿技　163-164

玩具　111-112，130

勧工場　223

寒山拾得　120

『寒村自伝』　245

神田祭　22-23，88

神田由築　160，243

関帝→関羽

観音（観世音）　8，27，74，174，

　　200-201，204，207，214，224

眼福　93，99，102，109，126

灌仏会　75-76

乾物細工　81

き
戯画　84

『戯場年表』　38，240

生世話　199

北原糸子　244

『義太夫年表』　63，240

木戸　5，32，133，183-184，200

木戸銭　183，200

木戸番　5，32

キネトスコープ　220

木下直之　195，223，234，240，241，244

木村三四吾　240

『キャッツ』　44

ギヤマン細工　6，11，14-15，226

木遣音頭　152

京　7，202

教育資料　125

侠客　160，223

京都　56，103，125，129

京都市立動物園　125

行列　123-124

『行列と見世物』　123，243

曲芸　第四章

曲独楽　143-146，149-150，

　　221



曲差し　134

曲亭馬琴　172，202

曲馬　7

曲弾き　136，151

玉眠（玉＊[王に民]）　19，25-29，49

曲持　134

際物出版　175

金山　212

金主　41-43，71，92，147-148，160，

　　226

銀主　71

『近世浅草寺の経済構造』　36，240

『近世地方芸能興行の研究』　73，102，241

『近世の芸能興行と地域社会』　160，243

近代化　219

『近代歌舞伎年表』　245

『金明録』　25-26，239

『近来年代記』　129，151，169，

　　237

く
グッズ　112，126

国安　100-101，110，114，121-122，

　　242

国芳　84-85，170，183，187-191，

　　204-205，244

熊本　167-169，173

弘明寺　213-215，236

粂蔵　160-161

粂の仙人　182，189，195

クラウン　152

倉田喜弘　156，243，246

くりあげ（操揚ゲ、くりあげ賃）　184，200

久留島浩　241

黒田日出男　123，243

郡司正勝　245

軍書講釈→講談

軍談→講談

け
毛　107-108，111，141

芸者　197

『芸長者華競』　149

芸名　154

下座　151-152，158

戯作　11，13，84-86，95，101，

　　225，241

『戯作研究』　85，241

戯作者　11，95，101

化装代　147

検閲印　175，193

現世利益　125，226-227

『源平盛衰記』　6，27，29

こ
小池章太郎　238

小糸・佐七　182，197-199

『恋討文殊知恵輪』　96

『巷街贅説』　110，242

興行　42-43，71，147-148，160-161，

　　201-202，223，228

香具　148

講釈→講談

口上　6，13，20，25，29，49，60，68，

　　82，101，152，170-171，200-201，

　　209，221，223，228，230，239，240

好色（こうしよく）　26-27，192，195，

　　245

好色山人　245

『皇太子千二百回御忌御開帳記録』　70，241

講談　3，8，27-29，57

高度成長　215

江南亭唐立　114，121-122，242

鴻池義一　241

『紅白歌合戦』　44，220，228

高力猿猴庵　25，54，111，

　　239，242

子方　135-136，139，151

漕川小舟　84

呉橋　162-164

呉橋雑技学校　162

『国性爺合戦』　161-162，164

古今亭三鳥　49，240

古今亭志ん馬　214

『古事記』　191，244

小寺玉晁　54，239

金刀比羅宮　89-90

子供芝居　8，206

小林幸子　220

小林文雄　243

胡粉　187-188

独楽　84-85，143-146，149-150，

　　153，221

木舞渡り　152-153

駒形堂　8

小松和彦　243

小間物商人（小間物屋）　193-194，196

米藁細工　6

ご利益　92-94，97-98，106-109，

　　125，242

御霊　142

コロラド号　155

コンピュータ・グラフィックス　209

金毘羅　6，14-15，87，89-90，160，

　　215

金毘羅大鷲神社　215

昆布　58，63，81

コンラッド，ジョウゼフ　213

さ
サーカス　126，162，230，245，246

崔京国→崔京国（チェキョンクック）

細工見世物　第一章，第二章，11，167，

　　186，221，240

『細工物籃轎評判』　47

『西国三十三所生人形評判』　200，245



『西国三十三所観音霊験記』　200，207

賽銭　38-40，73

斎藤月岑　62，237

斉藤利彦　240

祭礼　22，87-88，241

堺　129，240

魚　13，79-80

酒　3，34，65

笹龍胆　137

桟敷　34，198-199

差し止め　195-196

差しもの　134

雑技　162-164，244

佐藤かつら　246

佐野槌　186，192

佐の松　206

猿田彦　190-191

猿若町　178，181，201

参詣　5，11，40，52-54，72，89，

　　174

『三国志』　8，18，27-29，57

三十郎　42

山東京山　100-101，103-104，106，113

山東京伝　86，101，245

三番叟　141

サンフランシスコ　155，157

し
仕打　71

ジオラマ　208

仕掛　15，63-64，89-90，145，149-150，

　　158，221

式亭三馬　13，49

『四季の姿見』　245

地獄極楽　230

『地獄の黙示録』　213

『地獄八景』　130，230

獅子　23，139-140

寺社方役人　72

寺社奉行　31，195

四条河原　213

慈船寺　102

地蔵祭　168

七福神　121-123，217

十返舎一九　117

十方庵（十方庵敬順）　2-3，5-11，14-15，

　　22-24，27，35，40，54，88，99，101，

　　107，109，113，128，213-214，238

四天王寺　69-78，177，201，241

死絵　178，198

信多純一　78，234，240，241

島廻り　169-170，172

釈迦（尺迦）　69-70，72，74-76，

　　78-79，81

釈迦涅槃像→涅槃像

若冲　78-79

石橋　139-141，154

三味線　135-136，151-152，201

周蒼　18-19

十二階　223

『祝祭の〈帝国〉』　223，245

『ジュラシック・パーク』　209

ショウ　221，228

生写し　177，190

正月飾り　53

鍾馗　99，110，217

浄国寺　207

猩々　111，217

聖徳太子（聖徳太子千二百年忌法要）　70-74，76

小児　97-99

小便　106

情報社会　44，51，54

松柳亭鶴枝　206

聖霊会　76

浄瑠璃　63，89，138，

　　207，240

諸葛孔明　57，62

職人　61，64，167，226

所作事　7，45，139-140，145，

　　154

新開地　160，216

新祇園町　71

新作　226-227

「信心と遊楽」　40，83，87，192，

　　210，213，225，227，236

神道　191-192

新藤茂　234

神風楼　160-161，216

新門辰五郎　147，223

す
粋方　160

ズーラシア　126

『菅原伝授手習鑑』　144

菅原道真　142-144

双六　111，196，224

鈴木重三　172，234，237

薄田純一郎　240

薄田太郎　240

『スター・ウォーズ』　209

隅田川　3-4，8，201，213

せ
誓願寺　129，202

清寿院　54，57

誓文　114

関川亨　75，234

関根只誠　240

関山和夫　239

舌耕芸　25，209

『摂陽奇観』　25，76，105，

　　237，240，241

瀬戸物細工　6，57

銭細工　87，90

迫上げ　64

『洗雲彩霞』　244

善光寺　3，5，13，92

専修寺　202



浅草寺　3-4，8，20-21，27，30-32，

　　36-38，40-42，174，178，201-202，

　　204-205，213

『浅草寺日記』　20，30-31，37，40，42，

　　198，235，237

千日前　200

『千二百回御聖忌奉納帖』　70，241

そ
ゾウ（象）　87，95-96，101-102，108，

　　132，170，177

象大道具　177

増上寺　224

象油　108

曾我五郎・十郎　29，138

曾我物　138

た
ダイアナ妃　208

代官　21，36，41，198

大工　13，148，158

太鼓　67，100，150，152

大黒天　121-122

大根　58，78，82，100，111

大衆劇団　228

大惣　54，239

大道芸　8，67，246

『大道芸と見世物』　246

大の字下がり　135

太融寺　74-77

『大列車強盗』　220

高岡弘幸　67，241

高小屋　5，134

高田本山　202

高橋克彦　208

高橋是清　155

宝合わせの会　86

田川　229

滝頭　214

竹　23-24，30，43，57，60，139，

　　154，163-164，246

竹沢藤次［二代目］　149，221

竹下喜久男　73-74，102，241

竹巣の合方　151

竹田亀吉　177

竹田縫之助　63，168，177-179，

　　208

竹矢来　42

太宰治　207

山車（だし）　22，86-89，191，

　　221

橘家円蔵［四代目］　214

鴕鳥　93-94

タッソー蝋人形館　208

立川銀馬　28

田中豊　234，241

棚橋正博　238

谷汲観音　207

旅　54，102，156，212-213，226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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